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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市政工程是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建筑工程,主要指的是城市公众事业工程,如城市道路、园林、
绿化、给排水和环境等内容,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鉴于市政工程的规模非常庞大,设计的种类
非常多,在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时必然会涉及多个专业的知识,仅仅靠单一专业知识难以完成。在本文的
阐述中,首先肯定了专业协调应用在市政工程设计与施工中的关键性,分析多专业之间的冲突所在之
处,结合某市政工程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着重体现专业协调的关键性,为今后市政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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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nicipal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urban development, mainly refers to
the urban public engineering, such as urban roads, gardens, green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and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In view of the very large scale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and the very large variety of design, multipl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ill be necessary i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which is difficult to complete only by relying on a single professional
knowledge.In the elaboration of this article, the first affirmed the key of professional coordination application 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nalyze the conflict between multi-majors,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ase of a municipal engineering analysis, focus on the key of professional coordination,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sign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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